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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急回 港股7連升終結
大市曾越250天線 波幅650點企穩萬七

港股終於結束連續7日的升市，早段因ADR的升幅而令港股

恆指250天線得而復失

升300點，升穿250天牛熊分界線(17418點)，曾高見1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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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17687

點，但下午在A股回軟下， 指高位回落逾600點，全日倒跌
301.9點，報17087.9點收市，成交額增至923.5億元。 指全

17,400

日波幅逾650點，並由升轉跌，在跌市下成交大增，期指也出

昨收17088
15:53報17043

現大低水278點，種種跡象都顯示後市可能進入調
整期。

10:31

■本報記者 周紹基

中移動(0941)昨日倒跌，地產股沽壓加劇，國指則跌287.6點至9764點。焦
點股方面，獲「染藍」的潤電(0836)升1%，被剔出的裕元(0551)已質低7%。
建行(0939)面臨美銀的進一步減持，股價跌7%。電盈(0008)私有化聆訊的判
詞終於公開，該股除淨後跌至2.09元。黎偉成表示，電盈派高息後，只餘
幾億元現金，負債又高，相信會隨 今次調整而跌穿2元水平。
上周六CEPA簽訂補充協議，被形容是「小型直通車」
，又降低證券商在
廣東省開支行的門檻，一眾證券股即被炒起，申銀(0218)、第一上海(227)及
敦沛(0812)分別升6至20%，大福(0665)升9%，時富金融(0510)升12%。

1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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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唱好匯控 目標價84元

中銀國際研究部副總裁白韌亦指，本港資金仍充裕，成交也持續增加，
但市場現無特別利好的消息，在累積升了近3000點後，港股有大型獲利回
【本報訊】
（記者 林德芬）高盛昨日發表研
吐是很自然的。他料， 指在17500點即牛熊分界線會面對重大阻力。
究報告指出，將匯控（0005）投資評級由「中
匯控(0005)逆市上升，連升第8日，昨日高盛更上調匯控評級至「買入」
， 性」，調高至「買入」，並將該股列入亞太區
該股收市升0.3%報66.1元，8日累計升31%，但該行在公布首季度管理層報 「確信買入」名單，而目標價亦由55元，大幅調
告後，在倫敦股價一度下挫。市場人士指，集團除稅前利潤比去年第四季 高52.7%至84元，相等於09年每股帳面值1.7
顯著提升，但匯控業績改善可能只是由於放寬了市價入帳的會計準則，令 倍，並調高匯控09至2011年每股盈利預測，分
撥備減少。
別達2.51倍、36%及13%。
匯控昨收66.1元，升0.303%。

券商股借CEPA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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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指數昨
日曾升破牛熊
分界線，午後
顯著回落，收
市下跌301
點。本報記者
張偉民 攝

資深股評家黎偉成表示，大市比7日前已上升約3200點，到昨日才出現一
次像樣一點的調整，相信今次大市會回調至16800點這個上升裂口，但他認
為，目前本港資金仍充裕， 指在16400點料有強大支持。他又謂，經今次
的「七連升」
，熊市應該已結束，但剛進入牛市，大市未必一定立即急升，
最起碼要等待年中及年底的企業業績有明顯好轉，及數據顯示經濟已經復
甦，牛市的升浪才會展開。

牛熊分界線阻力重大

點

250天平均線 17,640
（牛熊分界線）

09年每股盈利預測升2.5倍
報告指出，若撇除匯豐融資的因素，匯控估
值仍吸引，2009年市帳率僅1.32倍，而1994年
至2007年期間中位及低位市帳率，分別為2.02
倍及1.16倍，撇除匯融後，自2003年起，匯控
股本回報率仍有16.5%。
該行預料，匯控於外資銀行中目前於大中華
區有一定業務規模，同時匯融的問題逐漸獲得

解決，四個催化劑包括該集團或得到人民幣貿
易結算潛在角色；二是隨 資產市場正常化後
毋須再就100億美元資產減值；三是美國宏觀經
濟、消費及樓市回穩速度較快，亞洲區亦加快
復甦；最後，2010年為匯融虧損的轉折點。

料抵押證券回撥260億美元
高盛調高匯控09至2011年每股盈利預測，分
別達2.51倍、36%及13%，料財資業務按市值入
帳風險減少、費用收入上升，亞洲及香港貸款
減值準備減少，而匯融、美國及歐洲撥備則不
變，料人民幣貿易結算會大大刺激匯豐貿易融
資、現金管理，以及外匯業務，較預期為高。
高盛又指，匯控自行發行債務的收益中，有
97億美元公允值減少之相關預算已解除，料匯
控旗下累計資產抵押證券按市值計算，有260億
美元回撥。

金管局注資31億壓港匯
【本報訊】熱錢繼續湧港，港匯持續強勢，一度觸
及7.75港元的強方兌換保證，昨日下午再度觸及7.75
的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即向市場注入31億港元流動
資金，以紓緩市場對港元的需求，令本港銀行體系結
餘於本周三增至2183.97億元的歷史新高，而本港銀行
拆息亦低位徘徊，港元隔夜息昨日報0.05厘。投資銀
行花旗昨發表的《從旱災到水浸》報告指出，上周流
入亞洲基金的資金達 16億美元，增加一倍。

結餘2184億元歷史新高
交易員稱，因外資湧入香港，推高了港元匯價。另
外，環球市場參與者均減少美元投資，因美國周五公
布的就業數據優於預期，對投資美元作避險的需求下
降。交易員又指，在資金持續流入香港市場影響下，
預計美元短線將在7.7500-7.7505港元區間內交投。
金管局注資後，本地銀行拆息在低位徘徊，據銀行
公會定盤價，港元隔夜息昨日收報0.05厘，連續11個
交易日無升跌。1個月息報0.141厘，與上五相同，3個
月息報0.58厘，較上周五減0.113厘，再創52個月新
低，顯示銀行「水浸」情況持續。

花旗昨在《從旱災到水浸》的報告中指出，上周流
入亞洲離岸基金的資金按周翻倍至16億美元，當中以
中國ETF(交易所買賣基金)最為受惠，上周流入中國
ETF的資金佔流入亞洲基金總資金的60%，遠高於六
周前的19%。而環球新興市場基金也獲得新的資金。
跟蹤2,150億美元離岸亞洲基金的EPFR Global數據
顯示，截至5月6日的一周，共有16億美元流入亞洲離
岸基金，過去九星期股市大升44%，吸引58億美元的
資金從銀行/貨幣市場走進亞洲，在07年11月至今年3
月初共有242億美元流出亞洲基金，按此計算也即是
有24%的外流資金已重返亞洲。

集團第一級資本率9.9%
至於成為拖累集團盈利倒退的匯豐融資，按國際會
計準則計算下，今年首季錄得2.84億美元虧損，去年
同期則有3.08億美元的盈利貢獻。至於美國匯豐，首
季淨虧損錄得1.1億美元，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2.76億
美元，而期內該行的貸款減值支出達10.61億美元，比
去年同期大增1.07倍。
業績公告指出，匯融今年首季的商譽減值16.15億美
元，較去年第四季大升79.4%。貸款減值及其他撥備按
年升至39.9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大升234.5%。稅前盈
利為6.1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1.8%，更相比去年
第四季錄得的27.65億美元虧損情況大大改善。

美消費融資業務勝預期
公告指，匯豐融資的組合已由去年第四季的1000億
美元，縮減至今年首季的960億美元。由於低息環境令
資金成本下降，該項業務由縮減中的組合產生了10億
美元收入。是項收入高於6億美元的成本，由此產生的
利潤可用以吸納其中24億元結束組合的部分貸款減值

準備，而24億元組合較去年首季
略高出3億美元，但較去年第四
季少6億美元。公告又指，雖然
美國經濟繼續疲弱，貸款減值準
備顯著上升，但匯融的卡業務及
零售商戶服務並無錄得虧損。
集團行政總裁紀勤(見圖)昨於
電話會議表示，今年首季美國
消費融資業務及壞帳情況較集
團預期為佳，其他資產價格亦都上升，是一個好開
始。他指此優勢持續至上月，但不排除相關業務轉
好，可能與客戶將退稅繳交欠款所致，因此未知情況
可以延續多久。至於英國方面，他指由於當地失業率
持續上升，令市民傾向減少支出，當地首季利潤持續
收窄，壞帳亦出現上升的情況。

強調不會因集資售總部
被問及全球經濟是否已出現復甦，他指現時評論仍
言之尚早，美國失業率仍然持續上升，加上英國的壞
帳情況持續上升，除非未來3至4個月的失業率持續出
現回落的情況，否則難以下定論。他指亞洲地區經濟
表現及資產價格表現較其他地區好，尤其是內地早前
推出的刺激經濟方案，對區內經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
用，同時令集團於區內的發展更有利。他又指集團業
務現時仍專注於自然增長方面，短期內不會進行收購
合併，但仍會不時留意相關的機會，並強調不會為集
資而出售總部物業。

法國智囊：股市升浪7月止步

【本報訊】 (記者 顏茜)正當投資者沉浸在全球股市
造好的喜悅之中時，有經濟學家指出，這次熊市升浪
將在7月止步(「Early July is not easy to past」)。法國權
威經濟師、法國總理智囊Valerie Plagnol昨日於港指
出，此輪股市升浪是對去年底市場過度拋售的修正，
未有經濟層面實質支持，料第二季度上市公司業績將
差於預期，股市至7月初將現大調整。

今季業務將令人失望
現為法國CIC Banque Privee策略研究部主管的Valerie
Plagnol表示，此輪股市反彈是「緩衝式反彈」(「relief
rally」)，即去年底市場恐慌性拋售引致股市大挫後的
技術性回調，而非進入牛市；由於投資者認為金融市
場系統性風險已經過去，故此輪升浪主要由金融類股
帶動，尤其在歐美該比例高達70%。但她認為，首季
銀行股出色業績表現將難以為繼，第二季度上市公司
業績將令市場大為失望。
股市持續反彈有待全球經濟改善。Valerie Plagnol對
中國及亞洲經濟增長最為樂觀，尤其中國將受惠於強
有力的經濟刺激措施，於今年夏天率先全球走向經濟
復甦，預計其今年全年經濟增長將達6.5%，稱冠全
球。不過，中國未能帶領全球走出困境。Valerie
Plagnol指出，07年中國國內消費只佔全國GDP的

35%，顯示其國內需求仍未足以支撐全球製造業，預
計全球經濟需待明年第一、二季度才見底。

華府不應迫銀行集資
Valerie Plagnol坦言，對美國經濟持悲觀態度。她指
出，金融海嘯致使美國步入不同尋常的經濟衰退
(「exceptional recession」)，雖然並不是1929年大蕭條，
但是信貸緊絀、樓市蕭條以及生產停滯的局面不可能
在短期內得以改善。
她續稱，美國需等到去槓桿化進程結束，失業率穩
定下來，以及產能利用率由現時的60%水平反彈，才
真正有經濟復甦的跡象。她預計，美國今年經濟負增
長2.75%，失業率高企8.8%。
對於美國政府對19家國有銀行進行壓力測試，
Valerie Plagnol質疑政府壓力測試的方法是否可信，指
誰都沒有辦法定論什麼是更差的經濟環境，美國政府
設定的負增長3.3%並非唯一答案。她更批評，美國政
府不該迫使銀行籌集更多的資金，指政府需與銀行有
更多的私下溝通，以免最終好心做壞事。此外，她認
為，全球監管者更為重要的是去探討銀行會計準則及
巴塞爾資本協定二的修訂，以在經濟好時對銀行施以
更嚴監管，以免泡沫出現，在經濟不好時，給予銀行
界支持(An umbrella in bad weather)。

地產新聞

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劉偉良

富聯今年力推兩豪宅盤
目大門外圍採用綠化牆身，既可美化環
境，還可增加私隱度。

【本報訊】(記者 梁悅琴)十年前以發展
九龍站漾日居一炮成名打入香港豪宅市場
的永泰亞洲旗下的富聯國際，今年將推出
九龍科發道懿薈及港島半山西摩道9號兩個
豪宅盤，合共逾120伙，基於惜貨，富聯國
際企業展總監李簡鳳玲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時表示，今年只會推售部分單位，其中科
發道2號的懿薈可望於數周內取得售樓紙，
便會以貴賓預約形式推售，意向呎價介乎
1.8萬至2萬元，至於西摩道9號因不受預售
樓花同意書規限，可望於今年下半年推
售。

全落地玻璃 成本貴4倍
懿薈住宅部分全部採用全落地玻璃設
計，比一般豪宅建築費貴4倍，加上樓底高
達3.45米，還有51呎露台，眺望開揚景
觀，令空間感倍增。至於1伙頂層複式及1
伙三複式位於同一層，由兩部電梯分別直
達，兩個頂層單位均擁有私家天台泳池，
預計此兩伙會採用洽購形式出售。
她指出，自懿薈即將推售消息公布以
來，已接獲不少九龍塘、何文田、九龍
站、沙田以至港島區的換樓客查詢，他們
現時居住於1,700呎至1,800呎單位，打算換
逾2,000呎及市區豪宅。

懿薈意向呎價1.8萬至2萬
李簡鳳玲表示，九龍科發道懿薈位處傳
統豪宅區，住宅位於5層停車場之上，提供
43伙住宅，包括41伙一層一伙的2,500呎四
房雙套房，1伙頂層複式3,500呎及1伙3層複
式逾4,500呎。為凸顯豪宅氣派，所有2,500
呎分層單位的腄房面積相當大，主人套房
達390呎，另一套房亦達290呎，其餘兩個
睡房面積各達100呎，令舒適度增加，並有
工人專用電梯。本 綠化及私隱程度，項

西摩道9號暑假後推出
至於富聯夥拍美國著名美聯銀行於2007
年11月以14.68億元向英皇國際購入的港島
半山西摩道9號，提供逾80伙，全部逾2,000
呎四房雙套房豪宅，可望於暑假過後推
售。

李簡鳳玲稱，除了豪宅外，富聯亦積極
拓展以「Lanson Place」品牌服務式住宅，
現時於香港及內地合共有4間精品酒店，提
供逾600個房間。其中香港銅鑼灣的
「Lanson Place」由富聯夥大摩合作發展，並
由富聯營運，此精品酒店提供194個房間，
只供商務客租用，現時入住率達80%，並
獲選為世界精品酒店香港區代表。

力拓Lanson Place服務住宅
此服務式住宅品牌早於2005年已進軍內
地，現時合共有3間「Lanson Place」品牌
服務式住宅。其中富聯與大摩於2005年已
合作於上海合作經營「Lanson Place」
，提
供106間房，入住率達85%。去年6月與置
地及萬通合作於北京朝陽區合作經營
「Lanson Place」亦正式開業迎奧運，現時
入住率達75%。此外，去年富聯亦於上海
浦東金橋區簽約經營「Lanson Place」
，計
劃今年底開幕，以迎接明年開幕的上海世
博，該項目提供220間房。她表示，未來富
聯會繼續於北京、上海等周邊地區尋覓投
資機會，以服務式住宅為主。

懿薈資料表
地址：九龍科發道2號
單位總數：43伙
單位面積：41伙，2,500呎(四房雙套
房)
1伙頂層複式，逾3,500呎
連天台泳池
1伙三層複式，逾4,500呎
連天台泳池
設計特色：■一層一伙
■永泰亞洲企業拓展總監李簡鳳玲表示，為凸顯豪華氣
派，懿薈分層單位的主人房面積均達390呎。
本報記者張偉民 攝

■住宅單位樓底達3.45米
■露台面積達51呎
■採用360度全落地玻璃外
牆
■大堂樓底高20呎
■用綠化牆代替傳統大金
屬大閘
■獨立工人電梯
■大堂牆身鋪滿伊朗紅瑪
瑙石面積達2,600呎
■會所裝置來自意大利訂
製的燈
車位：約50個

■懿薈採用甲級商廈才用上的360度全落地玻璃外牆，
加上樓底高達3.45米，令空間感增大。

管理費：約3元至3.1元/呎
入伙期：2010年7月

長實京百套別墅兩句鐘沽清
譽天下尚品每平米2.5萬 套現7億

花旗：資金上周加倍流入

匯融首季虧損2.84億美元

【本報訊】
（記者 林淑儀）匯控(0005)昨公布發表
首季經營狀況參考聲明，表示首季因本身的債務錄得
大額公允值利潤，令首季的實際除稅前利潤高於去年
首季的表現。若不包括此等利潤，除稅前利潤比去年
同期下降，但卻比去年第四季顯著提升。截至三月底
集團的第一級資本比率為9.9%，而核心股本第一級比
率則為8.6%。

B10

內地經濟漸佳及北京樓市回暖下，對別墅需求殷切，長實集團於北

地產熱線

京中央別墅區花園大宅「譽天下」2期「尚品」於剛過去的周末(5月9

御景峰深圳路演一周

日)於內地及香港同步開售，首批連加推逾100套花園大宅在開售2小時
內即被全數預留，以住宅面積均價每平米2.5萬元人民幣計，套現約7

【本報訊】為吸引內地買家， 基地產位於上水的御景峰昨
日起一連七天於深圳福田進行路演。 基地產營業部總經理林
達民昨預期，御景峰的內地買家佔20%，比早前開售的大角咀
亮賢居佔10%為高，內地買家主要來自深圳及廣州一帶。今日
基地產會與地產代理誓師並簽訂委託促銷書，可望於月中推
售，分層單位意向呎價約5,500元。

億元人民幣，創下北京別墅的銷售神話，其中一組香港客斥
資8,500萬元購入10幢別墅作收租用。■本報記者 梁悅琴
長實業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昨表示，
計劃於本周六加價5%加推單位予內地買
家認購，均價升至2.65萬元一平方米。

唐人新村「傲．茵」下月推盤

郭子威：周六提價5%加推
他指出，已售出100套別墅，其中70套
售予內地買家，主要來自北京、天津、
山西、河北及內蒙古，投資及自住各佔
一半，香港客佔30套，其中一名香港客
聯同朋友斥資8,500萬元購入10幢別墅作
收租用，料回報達5厘至7厘，包括2套獨
幢、4套聯排及4套孖屋。

港客8500萬購入10別墅
「譽天下」為長實首個打入北京別墅
市場的重點項目，而第2期「尚品」無論
位置、座向，以至用料均較前一期更優
勝，故吸引大批買家於過去兩天湧至售
樓處搶購心水大宅。「尚品」首批被預
留的花園大宅連豪華精裝修售價由600萬
元人民幣起，獨幢別墅每間約1,500萬元
人民幣，住宅面積計均價每平米2.5萬
元，面積由260平方米至420平方米，戶

■長江實業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
譽天下繼去年創下佳績後，譽天下2期
「尚品」再創北京別墅的銷售神話。
型包括獨幢、雙併及聯排。

北京用家佔7成 投資佔3成
他表示，「尚品」買家中，用家及投
資者比例為7比3，其中現居於北京的買
家約佔70%，另30%為港、澳、台及其
他省市人士。大部分非北京買家表示，
購買誘因主要看好中央別墅區投資潛

■北京花園大宅項目「譽天下」2期尚品，吸引大批買家於過去兩天湧至售樓處
購入心水大宅。
力，計劃作長線投資，而且「尚品」位 家電品牌升級，以滿足準買家對生活品
置距快將動工興建的北京地鐵15號線 味的嚴格追求。另外，項目的其他豪華
「新國展站」僅600米，加上項目提倡的 配套包括方便業主及賓客泊車的雙車庫
嶄新別墅生活概念，令物業備受其他省 設計、錯落有致的前後雙花園、營造層
市的買家追捧。
次感的特大天台花園，以及氣勢非凡的6
「尚品」戶型設計包括獨幢、雙併與 米室內挑空設計等。
聯排，面積由260至420平米，每戶座北
尚品共有250間別墅，其中聯排及雙併
朝南，項目位於「譽天下」最核心位 別墅的屋宇面積270至300平方米，車庫
置，同時被風格迥異的「蝴蝶園」
、「神 面積100至120平方米，獨幢別墅屋宇面
秘園」
、「四季園」三大主題花園環繞。 積450至500平方米，車庫面積150至200
至於用料方面，「尚品」更較前一期升 平方米，預計於2011年年初入伙，全部
級30%，主要將廚廁用料、設計風格及 別墅售罄可套現20億元人民幣。

漢普頓酒店1.6億放售

【本報訊】(記者 梁悅琴)本港於4月1日起擴大深圳居
民赴港自由行，令內地旅客成為本港旅遊業主要客源，
曾因業主拖欠東亞銀行(0023)貸款而遭接收的旺角長沙街
11號漢普頓酒店，原業主台資背景的勞工大廈股份再度
放售叫價1.6億元，相當於每間房價值約148萬元，回報料
約5厘至6厘，現時已有投資者及酒店經營者查詢。

台資再放盤 每房叫價148萬
世邦魏理仕獲業主委託為獨家代理，該酒店為一幢19
層高之時尚精品酒店，總建築面積逾26,000平方呎，共提
供108間客房，全年入住率保持80%以上。漢普頓酒店鄰
近多個著名旅遊熱點如女人街、廟街、朗豪坊及其他潮
流購物商場，由於位置優越，向有穩健的入住率。
本港已於4月1日起進一步擴大內地居民赴港自由行，
放寬多一批深圳居民自由行來港，由於內地旅客乃本港
旅遊業主要客源，此項措施勢將進一步推動香港的旅

遊、娛樂及零售業發展，亦大大增加對本港酒店的需
求。
近期市況明顯好轉，大量資金持續流入本港，市場投
資氣氛熾熱，頻錄大手物業成交。上環蘇杭街77至85號
建築中酒店地盤剛於日前以3.5億元易手，該物業已獲屋
宇署批則興建一幢32層高酒店，提供280間客房。
世邦魏理仕投資部董事廖希聖表示，基於本港旅遊業
發展蓬勃，而市場上可供出售之市區酒店罕有，預料是
次酒店出售項目將獲投資者及酒店經營者追捧。

力寶太陽5個月反彈4成
【本報訊】整體樓市氣氛持續造好，近月商廈交投價量趨
升，當中甲級商廈的承接力顯然較強，日前尖沙咀新港中心錄
得成交呎價7500元新高後，市場氣氛進一步受刺激，買家入市
決定明顯加快，帶動尖沙咀區商廈交投表現續旺。市場新近亦
錄得一宗力寶太陽廣場的成交，呎價8,100元，對比去年11月
的上一宗成交，當時呎價僅5,600元，短短5個多月時間，呎價
迅速反彈回升44%，創海嘯迄今新高位。

新造呎價8100元
中原(工商舖)九龍商業部高級營業董事陳玉雲表示，上述市
場成交為尖沙咀力寶太陽廣場中層13室，面積約1409平方呎，
單位連租約，新近獲買家以約1,141.3萬元承接，折合平均呎價
約8,100元，呎價創海嘯以來新高水平。據悉，該單位現時每
月租金收入約2.4萬元，折合每平方呎租金約17元，依是次易
手價計，租金回報僅2.5厘。原業主於07年11月以約1127.2萬元
購入持貨接近1年多，轉手獲利約14.1萬元或1.3%。

早禾坑村屋1730萬易手
【本報訊】世紀21廖振雄表示，西貢早禾坑村單號屋，面積
2,100平方呎，成交價1,730萬元，呎價8,238元。原業主於去年1
月以1,637萬元購入，轉手獲利93萬元，幅度約5.6%。另外，
一同類型單位，亦以1,600萬元易手，呎價7,619元。原業主於
2006年1月以1,300萬元購入，轉手獲利300萬元，幅度約23%。

去年曾發生收樓趕旅客事件

御龍山一手貨蝕192萬

去年6月原業主勞工大廈股份因拖欠東亞逾8,600萬元貸
款，被法庭執達吏收樓，旅客被驅趕。業主於去年8月已
向東亞交出1.03億元贖回酒店，免酒店遭公開拍賣抵債，
但就欠款利息以單息或複息計算上訴，指還款差額可達
2,000萬元，惟上訴最終被駁回。

【本報訊】利嘉閣地產郭兆輝表示，火炭御龍山9座中層B
室，單位面積1,817平方呎，成交價1,800萬元，呎價9,906元。
據悉，賣方在去年斥資1,992萬元向發展商購入，現虧損192萬
元，折算虧損幅度約9.6%，較3月初平均蝕讓幅度12%，已明
顯收窄。

隆瀋陽商場年底料租5成

【本報訊】(記者 趙建強) 隆地產(0101)早
前公佈，以12億元(人民幣，下同)奪得大連商
業地皮，預計總投資額約45億元，興建一面
積逾22萬平米的購物商場，將成為 隆於內
地面積最大的購物商場之一。物業目前仍待
當地政府拆遷，預計一年半內完成，約於
2014年開幕。 隆指，未來3至5年，會陸續
投放多150億元入內地市場。
隆執行董事吳士元表示，金融海嘯及疫
情下，零售市道並沒有回落跡象，其中集團
旗下上海港匯廣場，於5月1日至3日，生意額
較去年增長近2成，旗下商場今年租金亦有升
幅，加上中央繼續推動內需，看好內地零售

此外， 地位於元朗唐人新村項目命名「傲．茵」
，現已取
得入伙及滿意紙，可以隨時應市，計劃於6月推出，物業提供
60伙，分層單位呎價5,500元，複式及洋房物業呎價7,750至
8,500元。
御景峰位處上水清曉路，樓高42層，提供362個單位，兩房
及三房單位比例為4比6，標準分層單位面積介乎571至1,000平
方呎，整體意向呎價5,500元，另外，6個面積1,700至近2,000平
方呎行政樓層特色單位，意向呎價7,500元，估計項目市值13
億元，物業可望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入伙。

業發展。
吳士元稱，預計明年中，瀋陽中街商場項
目可落成入伙，現時已有約15%面積接近簽
約，預計今年年底可租出約50%，至明年開
幕前出租率可達80%，目前首批租客租金回
報率約5%至6%，平均每平方呎租金約30至
35元，與上海港匯廣場的70元平均呎租仍有
一定距離。吳士元表示，明年起，平均每年
有多過一個商場於內地開幕。

九龍塘何文田豪宅
內地買家升佔兩成
【本報訊】(記者 周穎)豪宅成交升溫，加上
內地北水南流令不少內地客來港置業，當中九
龍區及新界區豪宅直接受惠。香港置業郭少鋒
表示，由於內地客大多出價「爽快」
，鮮有討
價還價情況出現，令豪宅交投步伐於近期明顯
加快。4月份九龍塘及何文田區內地客成交比
例更由早前約10%上升至15%，至20宗。

郭少鋒：4月份成交20宗

港住宅貨尾下半年推售
吳士元指目前港樓市況仍未明朗化，預計
下半年方會推售旗下一手住宅餘貨物業。

■旺角長沙
街11號漢普
頓酒店。

■ 隆地產執行董事吳士元展示大連 隆
廣場設計圖。
本報記者趙建強 攝

他表示，太子道西麒麟閣高層F室，面積約
1,293平方呎，3房間隔，成交價為616.8萬元，
呎價約為4,770元，屬市場合理價。買家為外區
新婚客，為購得單位於1日內追價近7萬元。據

悉，原業主於83年12月以約33萬元購入單位，
是次成交獲利約583.8萬元，物業26年間升值逾
17倍。
香港置業戴學文表示，大角咀一號銀海2座低
層C室，面積約898平方呎，3房套房間隔，成
交價為685萬元，呎價約為7,628元。買家為內
地投資者，入市目標早鎖定為一號銀海，更於
兩日內拍板承接。單位現時市值租金約為2萬
元，租金回報逾3.5厘。據悉，原業主於去年6
月以約760萬元購入，是次成交蝕讓約75萬元。
中原豪宅張汝智表示，九龍塘畢架山一號5
座高層B室，面積1,509平方呎，屬三房連套房
間隔，單位享維港海景，以1,630萬元成交，呎
價為10,802元。買家為一名外區客購入自住。
據了解，原業主於04年8月以1365.6萬元購入，
持貨近5年，是次轉手獲利264.4萬元離場，單
位升值19.4%。

